
 

 
安全注意事项 
 
 ！危险 由于没有按要求操作，可能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场合。 

1、 不要安装在含有爆炸气体或可燃气体的环境里，否则有引发爆炸的危险。 

2、 必须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配线作业，否则有触电的危险。 

3、 确认输入电源处于完全断开的情况下，才能进行配线作业，否则有触电的危险。 

4、 通电情况下，不要用手触摸控制端子，否则有触电的危险。 

 ！注意 由于没有按要求操作，可能造成中等程度伤害或轻伤，或造成物质损害的场合 

1、  配线安装时，不要将铁屑、电线屑落入一体机内部，否则有火灾及物质损坏的危

险。 

2、  不要安装在阳光直射或雨水溅到的地方，否则有损坏器件的危险。 

3、  严禁将电源输入端子接上交流 220V 电源，否则有火灾及器件损坏的危险。 

4、  通电前，请再次确认配线是否正确，错接可能会导致器件损坏的危险。 

 

使用注意事项 

 

●   一体机的安装位置尽量远离高电压、强电流、高频率等对周围有较强干扰的设备。 

●   请一定在一体机外部组成紧急停电电路，制止正反动作同时进行的连锁电路、上

下限定位连锁电路。 

●   一体机指令集有 88 条指令，如果程序中含有超出这 88 条指令范围的指令，运行

时会出错。 

●   在通电的状态下，不能带电插拔任何端子及通讯线，否则会导致一体机控制器内

部元件损伤。 

●   在下载梯形图时，下载完毕后，将拨码开关拨到 RUN，等一体机控制器运行后，

才能断电，否则，程序得不到固化。 

●   对于变更运行中的程序、强制输出、RUN、STOP 等操作，必须熟读使用手册，

充分确认其安全之后进行。 

 

 

1  导言 

HMIT/N 系列一体机结构小巧，功能强大，带有 2 路 AB 相脉冲计数，2 路高速脉冲输

出及基本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功能，模拟量、RS485(MODBUS)协议等功能。 

 

2  产品系列型号说明 

 

 

系列 产品型号 配置说明 输入 输出 显示 

HMIT/N 

20M20R 
20 路光耦隔离输入 

20 路继电器输出 

光耦 

隔离 
继电器 

7 寸触

摸屏 

20M20T 
20 路光耦隔离输入 

20 路晶体管输出 

光耦 

隔离 

晶体管 
 

7 寸触

摸屏 

20M20R-3PT4AD-2DA 

20 路光耦隔离输入 

20 路继电器输出 

4 路 0-20mA 模拟输入 

3 路 PT100 模拟输入 

2 路 0-10V 模拟输出 

光耦 

隔离 
继电器 

7 寸触

摸屏 

20M20T-3PT4AD-2DA 

20 路光耦隔离输入 

20 路晶体管输出 

4 路 0-20mA 模拟输入 

3 路 PT100 模拟输入 

2 路 0-10V 模拟输出 

光耦 

隔离 

晶体管 
 

7 寸触

摸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  产品状态识别指示 
（1）状态识别指示 

HMIT/N 系列一体机模式选择开关有两种。 

         ON、RUN：PLC 和 HMI 通讯状态 

OFF、RUN：可对 PLC 程序进行读操作、监控 PLC 

OFF、SET： PLC 停止状态，可下载 PLC 程序 

注：下载 HMI 画面可通过 USB 下载 

4   产品的外形结构尺寸、安装及配线 

（1）外形结构尺寸（单位为 mm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安装 

请将 HMIT/N 系列一体机安装在室内、通风良好的场所。一般应垂直安装。 

选择安装环境时，应注意以下事项： 

● 环境温度：要求在 0℃—50℃的范围内。 

● 环境湿度：应低于 85%，无结露的场所。 

● 不得安装在多尘埃、金属粉末、腐蚀性气体的场所。 

● 不得安装在有爆炸性或可燃性气体的场所。 

● 不得安装在振动大于 5.9m/s2（0.6G）的场所。 

● 不得安装在日晒雨淋的场所。 

安装尺寸如图：                 安装间隔及距离要求如下图所示： 

 

 

       

 

 

 

 

（3）端子说明 

HMIT/N 主机端子图： 

 

左侧模拟量端子从上至下（HMIT-20M20R/T 无此端子） 

HMIT/N 一体机端子说明 

⑴ 24V、0V：DC24V 工作电源接入端子。 

⑵ RSA、RAB：串口 1，具有 RS485 通信与 MODBUS 通信功能（两者可选择一种通信方式），

RSA 接 A+，RSB 接 B-. 

⑶Y0：Y0 普通输出或高速脉冲输出端口。 

⑷Y1：Y1 普通输出或高速脉冲输出端口。 

⑸Y2-Y3：普通输出。 

⑹COM1：COM1 为公共端。Y0-Y3 公共端。 

⑺Y4-Y7：Y4-Y7 普通输出 

⑻COM2：COM2 为公共端。Y4-Y7 公共端。 

⑼Y10-Y13：Y10-Y13 普通输出 

⑽COM3：COM3 为公共端。Y10-Y13 公共端。 

⑾Y14-Y17：Y14-Y17 普通输出 

⑿COM4：COM4 为公共端。Y14-Y17 公共端。 

⒀Y20-Y23：Y20-Y23 普通输出 

⒁COM5：COM5 为公共端。Y20-Y23 公共端。 

⒂COM0：COM0 为 Xn 输入公共端。 

⒃ X0-X7  X10~ X17  X20-X23：普通输入。X0 X1 为两路高数计数端口，使用 AB 计数接

A 相 X0（X1），高数计数 B 相 X2（X3）。 

⒄AIn+\AIn-：0-20mA 标准信号输入；电压型输入需订货时说明。 

⒅RTAn\RTBn\RTCn：PT100 模拟信号输入。 

⒆VOn+\VOn-：0-10V 标准信号输出。 

（4）电源及配线要求 

● HMIT/N 系列一体机的工作电源 DC22V- DC26V 。 

●  在配置直流供电电源时，供电电源输出额定功率必须大于 12W，纹波和噪声小于

150mVp-p。 

（5）开关量输入特性及配线要求 

● 输入接近开关为 NPN 型。 

● 输入闭合：单点电流 Iin>=4 mA。输入电路总电阻(小于 1K)及压降必须符合该要求。 

● 输入断开：单点电流 Iin＜200 µA。输入电路漏电流必须符合该要求。 

● 输入信号是弱电信号，当线路较长时，噪声可能影响输入口通断状态。因此要求配线长度

在 20 米以内。 

● 为有效防止干扰，布线时将动力线与输入线分开，至少相距 50mm。 

● 现场信号与内部信号之间有光电隔离。 



 

● 输入瞬间隔离电压 ＜AC3000V。 

 

（6）继电器输出特性及配线要求 

● 继电器触点输出对于不同的公共电路块（比如 COM1、COM2），可接入不同的电压系统

（AC250V 以下），如：AC220V，DC24V 等。 

● 每单点输出负载电流＜3A（AC250V 以下）。 

负载容量越大，继电器输出接点寿命越短。 

负载容量＜30VA，接点寿命大于 20 万次。 

● 输出各电路供电电源根据实际情况，在系统急停时能切断。 

● PLC 输出驱动两个诸如正反转的接触器时，若同时 ON，主回路必造成短路，因此，外部

接触器必须互锁。 

 

● 输出驱动直流感应性负载，建议并联续流二极管。续流二极管反向耐压为负载电压 5－10

倍，顺向电流超过负载电流。 

● 继电器输出时开关频率建议大于 1S 吸合 2S 断开，否则会影响继电器寿命。 

（7）晶体管输出电路的使用 

● 接线方式：    

 

● 外部电源 

   负载驱动电源请使用 DC24V 的稳压源。 

● 电路绝缘 

  一体机内部回路同输出晶体管之间是用光电耦合器进行绝缘隔离。此处各公共端之间也是

相互分离的。 

● 响应时间 

   输出接通延迟时间为 10uS，输出断开延迟时间 50uS。 

● 输出电压 

   额定输出电压为 DC24V。 

● 输出电流 

   每输出 1 点的输出电流是 0.5A。 

   但是由于温度上升限制的原因，每输出 4 点合计为 0.8A 的电流。 

● 开路漏电流 

   设在 0.1mA 以下。 

● 感性负载输出保护 

● 允许通道并联 

● 输出与内部电路之间有光电隔离 

 

5   通讯接口及定义 

 

HMIT/N 系列一体机主机包含两个独立的物理串行通讯接口。串口 0 具有下载 PLC 程序、与

HMI 通讯等功能。串口 1 功能可完全由用户自由定义。 

（1）串口 0—RS232 通讯 

RS232 通讯口为标准的 RS232 硬件接口，该接口既可下载 PLC 程序，也可与计算机、触摸屏

或第三方设备连接。 

编程电缆 

请使用科威公司提供的专用编程电缆进行 PLC 程序下载，如无电缆，也可自 

行制作，RS232 通讯口与 PC 端的 RS232 通讯口连接如下图所示： 

 

 
 

（2）串口 1—RS485 通讯 

RS485 通讯口为 2 线半双工标准的 RS485 硬件接口。通讯方式可由用户自由选择定义，支持

RS485 协议、自由协议、Modbus RUT 协议。 

现场应用时应注意如下几点：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布线 

禁止将 RS485 通讯线与 AC 导线和高能量、快速转换的 DC 导线一同并行或捆扎在一起走线。 

2、通讯线材 

建议采用标准的双绞屏蔽线。推荐使用的双绞屏蔽线的型号为 RVSP2*0.5(二芯屏蔽双绞线，

每芯由 16 股的 0.2mm 的导线组成)。 

3、阻抗匹配 

为了匹配网络的通讯阻抗，提高RS-485通讯的可靠性，需要在RS-485网络的2个端点各安装1

个120 Ω终端匹配电阻。 

4、接地 

总线必须要单点可靠接地，不能多点接地。 

5、外部防护措施 

在室外组网时应该做好防雷击等一系列的措施，可以增加防雷击保护器、通讯中继器等设备

来进行保护。 

 

6 输入端口接线方式及示例 

 

 

7 输出端口接线方式及示例 

 

 

8 维护 

HMIT/N 系列主机无易损件，一般只从外部进行检查维护，如： 

是否靠近发热体或太阳直射，而散热效果不好 

是否粉尘堆积，影响输入输出的电性能 

各端子接线因振动、冷热因素是否有松动 

输出继电器是否因动作过于频繁而影响寿命 

输出继电器负载是否过大，长期工作后动作不正常 

针对以上情况，应采取相关措施，尽量给产品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，延长其工作寿命。 

使用注意事项： 
1、由于现场的要求不一样，对一体机的按键反应速度有较高要求的，可以通过

更改串口 0 和 HMI 的通讯设置，提高通讯波特率，从而提高反应速度。 

        注：HMIT/N 系列一体机控制器编程方法请参照科威公司《编程手册》 

画面编辑请参照科威公司《彩色一体机画面编辑手册》 

MODBUS 通信请参照科威《MODBUS 指令使用手册》 

编程软件及一体机软件请在网站下载栏下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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